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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谢婉
静） 2 月 15 日，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办公室主办，竟陵街道办事处鸿
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市志愿者
协会承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林卓实业志愿服务队协办的“我们的
节日·元宵”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
鸿渐社区举行，吸引了数百余名社区
居民观看。

上午 10时整，活动在歌曲《最美
的歌儿唱给妈妈》 中拉开序幕。舞蹈
《我爱你中国》 用翩翩舞姿向祖国母
亲表达深深热爱，京剧 《祖国的好山
河寸土不让》 在高亢刚劲的节奏中展
现国粹魅力， 《夫妻观灯》 《牧羊
曲》 《龙船调》 《南腔北调》 《桃花
依旧笑春风》 ……由鸿渐社区志愿者
们带来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一
片欢声笑语。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烧水、煮元
宵，为观众送上热气腾腾的元宵。
“有汤圆吃，有节目看，这个元宵节
过得又喜庆，又有气氛！”一边吃着
元宵，一边观赏歌舞的肖爹爹高兴
地说。

欢喜闹元宵 欢乐庆佳节

“我们的节日·元宵”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举行

鸿渐社区居民用自编自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与社区居民和群众共度元宵佳节。（天门日报全媒体记者刘银斌 摄）

2月 14 日，竟陵街道办事处雁叫社区联合社区暖阳志愿服务队、襄阳春雨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开展“巧手做灯笼、传承民俗情”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社区有关负责人、
志愿者、社工与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一起做灯笼，以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迎接元宵佳
节，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天门日报全媒体记者谢红艳 摄）

巧手做灯笼 传承民俗情

2 月 15 日，岳口镇群众自发组织“采莲船”“舞狮子”等传统民俗活动闹元宵，
浓浓年味儿扑面而来。（天门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飞 摄）

传统民俗闹元宵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许威） 2 月
14 日下午，汪场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举
办“我们的节日·元宵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主题活动，邀请镇区居民和小朋友一
起参加，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整个
活动民俗味儿十足。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准
备了精美的元宵手工灯笼材料包，边做
示范边讲解灯笼制作过程，小朋友们与

家人合作，都圆满地完成了自己专属的
灯笼，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随后举
行了元宵节舞蹈表演，台下观众热情洋
溢，掌声此起彼伏。

此次活动增强了镇区居民和孩子们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营造了欢
乐喜庆的节日气氛。

汪场镇举办“我们的节日·元宵节”主题活动

天门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帅） 2 月 10 日，石家
河镇诸葛村村民刘某向石家河派出所送上一面印有
“牛牛牛”的锦旗，感谢民警为他寻回被盗的 3 头耕
牛。

2 月 5 日清晨，刘某发现自家牛棚里价值约 6 万
元的 3 头耕牛被盗，连忙报警。接警后，民警迅速展
开调查，在现场分析研判时，民警发现沿着汉北河堤
外侧有一串串深浅不一的牛脚印，于是“顺藤摸瓜”，
沿着牛脚印追踪 10 余公里后，在一处废弃民房后院
发现 3 头耕牛，经刘某确认，正是其被盗的耕牛。经
过进一步侦查，民警发现江某（石家河镇人，男，50
岁） 有重大作案嫌疑，2 月 8 日，民警在城区将江某
抓获。

经审讯，江某供述自己此前因盗窃耕牛获刑，出
狱后无所事事又开始“重操旧业”，江某发现刘某家
的牛棚防范不严，几次踩点后，于 5 日凌晨潜入牛棚
将 3 头牛盗走，并将牛置于一处废弃民宅内，准备伺
机销赃。

目前，江某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3头耕牛被盗
民警快速寻回

天门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邓慧遐 通讯员涂金娥）
近日，省林业局发布 2021 年省级重要湿地相关通知，
天门张家湖国家湿地公园被列入 2021 年省级重要湿
地名录。

张家湖是一个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是以湖泊湿地
为主，涵盖了河流湿地、淡水养殖场和稻田湿地在内
的、生态服务功能齐全的综合型湿地，其生物资源包含
了鄂中丘陵与江汉平原地区常见的湿地植物和动物，生
态系统多样性至今仍保存完好，具有较好的自然性。
2015年 12月，张家湖经国家林业局批准正式启动国家
湿地公园试点建设，2020年 12月通过国家林草局验收
评估，成为我市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据了解，省级重要湿地是指湿地在典型性、生物
多样性、生态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经省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认定并公布的湿地。

张家湖国家湿地公园
列入省级重要湿地名录

天门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鄢
紫）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组建工
作专班，深入各危化企业开展安
全生产指导服务，排查问题、消
除隐患。

指导组先后到德远科技、环
宇化工、麦达可尔、保乐医药等
企业查看复工复产情况，详细了
解企业复工复产方案制定、重点
环节安全生产情况和隐患排查治
理等工作，并实地查看重点部
位、重点设备设施运行情况。同
时，督促各企业严格落实复工复
产方案，逐环节逐岗位对生产设
备、安全设施和作业环境进行检
查，确保各类设备设施运行良
好、安全可靠；要求各企业加强
全员安全生产培训，严格落实转
岗和新招员工的“三级教育”，
对新进员工和调换新岗位的员工
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对节后
返岗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再教育再
培训，切实提升员工自我保护及
应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确保节
后复工复产安全稳定。

此次检查进一步强化了企业
安全意识，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措施，为节
后企业顺利复工复产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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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在九真镇子文村，志愿
者、襄阳春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将精
心制作的汤圆，逐家逐户送到空巢老人和
留守老人手中，村里流动着一道道“志愿
红”“社工紫”。

去年来，市城乡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积分制运用 +”作为社区治
理和志愿服务创新实验主题，在全市开展
创新实验活动，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积分制
试点工作。子文村是试点之一，该村有 60
周岁以上老人 365 人，留守儿童 45 人，
留守妇女 48人。

子文村将自治、法治、德治内容纳入
积分设置内容，通过积分奖励，营造向上
向善、守信重义、勤俭持家、敬老孝老的
和谐氛围。自实施积分制以来，该村建起

了“幸福食堂”，组建了党员先锋环境督
导小组、“健康子文”宣传、“天天敲
门”组志愿服务队等数支志愿服务队。同
时实行积分褒奖制度，在精神和物质上给
予奖励，积分每月按照从高到低排序，公
开公示，增强荣辱感；70 岁以上老人凭积
分 2.5 分可到“幸福食堂”进餐，70 岁以
下人员凭积分 10 分进餐。
村民倪铁柱、韩长顺、文新发等主

动为子文村小游园除草 2.5 小时，各获
得积分 10 分；老党员李金安、田古牛、
方友中“光荣在党 50 周年”，且是遵守
村规民约的典范，按积分标准，每人获
积分 100 分；魏祖平家庭培养魏晨曦
“高职高专”人才，获得积分 5 分；柳群
支老人向“幸福食堂”赠送蔬菜，得到

了积分 9 分……
75岁的李千稳由衷称赞：“感谢党的

好政策，自从村里有了‘幸福食堂’，我
们可凭积分进餐。”82 岁的田木林抢着清
理通村公路两旁的杂树杂草，方便村民出
行，获得积分 12 分，他说：“我既做了
好事，也得了实惠，积分制真是好。”
据了解，自积分制试点以来，子文村

已有 145 名村民获得数千分的积分，“幸
福食堂”已接待老年人进餐数千人次。村
民见面的问候语也从“吃饭没有”变成了
“有几多积分”。

村干部郭涛表示，实施积分制试点以
来，群众参与村级公益和公共事务的热情
高涨，积分制已成为撬动乡村治理的一个
强力支点，在村级公益、村级发展、环境

卫生、疫情防控等各方面效果明显。

短评：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内容。子文村积极探索村民“积
分制”管理新路径，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以积分的增加变化，激发了群众的主动参
与热情，引导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参
与者、最大受益者和最终评判者，呈现出
主动干、比着干、抢着干的可喜局面，展
现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乡村
治理的新变化新成效，推动了基层治理迈
上新台阶。

主动干 比着干 抢着干

“积分制”激活子文村“一池春水”
●天门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红艳

天门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潮） 近
日，市法院办理了首例适用新 《民事诉讼
法》 中关于公告送达相关规定的民事案
件，公告送达期限从之前的 60 天缩短为
30 天。

新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 于 2022 年 1

月 1日正式实施，同时也适用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前未审结的民事案件。 2021 年 8
月，符某与魏某、万某之间因借款引发民
间借贷纠纷，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符某
将魏某、万某诉至市法院。审理过程中，
承办法官通过电子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

均没能与魏某取得联系。后经魏某户籍所
在地村委会确认，魏某已搬出多年，符合
公告送达条件。市法院依法对魏某进行公
告送达，并于 2021 年 9 月在 《人民法院
报》 进行刊登。60 日公告期与 15 日答辩
期、30日举证期满后，承办法官对案件进

行了缺席审理，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作
出了判决。
据了解，新 《民事诉讼法》 不仅缩短

了公告期限，对于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
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可由审判
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承办法官
表示，原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电子送达
不适用于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新
《民事诉讼法》 在第九十条明确规定判决
书、裁定书、调解书可以电子送达，扩大
了电子送达的范围，在保障当事人权益的
前提下大大提升了司法效率。

市法院办理首例适用新《民事诉讼法》公告送达案件
公告送达期限缩短至 30天

天门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谢红艳）连日来，市邮政
分公司走访服装业、及时揽收服装业订单包裹，主动靠
前服务服装企业复工复产。

市邮政分公司开启“节假日无休”模式，深入走访
全面了解服装企业产品类型、销量以及流量流向，提供
不间断揽收和投递服务、“春节不打烊”服务等。市邮
政分公司快递包裹部负责的一服装企业复工复产后，加
班加点赶制订单，邮政工作人员每天分四个时段揽件，
从上午 10时开始揽收、打单，到晚上 7时再将当天揽
收的所有客户件全部发出，以确保邮件及时送出。春节
期间，市邮政分公司特快业务数量同比增长近 3倍。

市邮政部门
靠前服务企业

安全生产天门行

天门日报讯 （通讯员刘涛） 日前，我市 621 个行
政村 （社区） 完成残协组织换届工作，进一步夯实了
残疾人工作基层基础，激发和增强了村 （社区） 残疾
人协会活力，为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坚
强的组织保障。

全市 621个村（社区）完成残协换届


